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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何為本 

——合初人的反思與探索 

                              朱  藝 

    合初人，全稱“重慶合初人文化傳播社”，中國西部一

個普通的草根 NPO
1
，註冊於 2003 年 10 月。作為創辦人的筆者，

僅是重慶一個最普通平凡的、小小的知識份子志願者。合，是吻

合、契合、合作的“合”；初，是本初、人之初、初始、初生、

初衷的“初”；人，就是你、我、他（她），我們每個人。合初

人，因以上字義及其組合，可以有多維度的解讀，但終不離

“初”，不離“合”，不離“人”。合初人，也即回歸的人。合

初人的英文名稱是 Health culture revival，意即“健康文化

的復興”，縮寫簡稱“HCR”。網址：www.hcr0123.org.cn
2
 

本文由 2012年 12月筆者在“可持續實踐與鄉村建設”南南

國際論壇上的發言稿修改而成，簡述了合初人十年來，從創辦、

成長，到最終以“助力生態人擁有健康幸福人生”及“培育傳承

耕讀文化和復興生態鄉村的新農人”為己任的反思與探索之路。 

                                                        
1  NPO：英文全拼 non-profit organization，即非營利組織，是指政府以外的，

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為實現社會公益或互益的組織。應生於 17 世紀西方工業革

命中出現的社會不平等現象，興起於 20 世紀 80 年代。是民間的、獨立運作的、

有一套自身的運作規則、經營管理理念的組織形態，是公共治理結構中的行為主

體之一。非營利組織的出現被理解為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產物。合初人目前專

職工作人員 3 人，全職志願者 2 人，勞動換食宿實習生 1 人。2012 年 12 月，合

初人獲得“第二屆重慶市優秀志願服務組織”榮譽。 

2 目前正在改版中。預計 2013 年 5 月內更換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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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找回本體健康 ——合初人創辦初衷 

    在把這篇發言稿修改為文章的今天，正是十年前筆者創

辦合初人心念萌動的那個春天。當年，為了理清自己多年來對個

體生命與社會現實的困惑與收穫，筆者撰寫了一篇文稿《人本之

本——健康文化宣言》，這篇文稿在 2003 年春筆者 40 歲生日前

夕完成，並因此成了合初人的創辦宣言。 

    筆者認為，當今社會，財富一天天增加，幸福卻一天天

減少，小到個人、家庭，大到中國，乃至世界，諸多問題與危機

的根源在於“人們追求幸福，卻不認識幸福的真相，知道以人為

本，卻不知道人以何為本”，個人身心與整個社會心理、社會文

化都一天天變得病態、扭曲。 

    因此“健康文化宣言”開篇便提出了“以人為本，人本

為何？”的議題，並首次從社會學的視角定義了“健康文化”概

念，即“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歷史和現實過程，積澱在個人和人

群的意識、觀念、心態、思想、行為中的，與人的身心健康相關

的習慣方式及其物化形態”，還提出了“人類社會以人為本，身

心健康是人之根本，健康文化為人本之本” 的基本觀點。 

中華傳統文化告訴我們“本立則道生”，為此，“本體健

康”成了合初人組織的核心理念，而踐行、傳承、研究、傳播和

發展中華健康文化成了合初人的創辦初衷。2003 年 10 月，由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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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出資、出房，重慶合初人文化傳播社在重慶市民政局以“民辦

非企業”性質正式註冊，成為當時重慶市第二家民辦社會科學研

究性質的公益機構，主管單位是重慶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十年前的重慶，合初人的觀念的確太超前了，加上經費匱乏

和筆者人微言輕、影響力有限，機構成立之後很長時間，真正的

工作人員只有筆者一個人，還是兼職的。2004 年，筆者自費創

辦了中華健康文化網
3
，2005 年應邀去美國韋伯州立大學中國文

化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其間在美國的演講、授課題目是《健康

的免費禮物》，旨在傳播：對於人的幸福而言，身心健康、親情

和睦、社會生活和諧的重要性遠勝於“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的中

華傳統文化觀念。得到該校師生和文化人的充分認同與肯定。

2005 年下半年筆者遊歷、參訪了北京、河北、東北、普陀山、

成都和川西等儒釋道的民間優秀傳承。2006 年 3 月，靠筆者自

費和親友的支持，合初人成功舉辦了以“中華文化與身心健康”

為主題的“首屆中國健康文化論壇”，國內知名學者和民間健康

文化的傳承、踐行者傾力相助，免費做了精彩講演，200 多名市

內外與會者積極參與，反響熱烈，並得到市委辦公廳有關領導的

肯定。與筆者並不相識的民主黨派人士，因此在 2007 年春重慶

市兩會期間，提案政府應支持我們的健康文化事業，並由兩會立

案解決，因故未果。 

                                                        
3  2011 年因經費和人手緊張等原因暫停，正計畫將其中內容合併入合初人機構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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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健康文化宣言”一文所體現的反思，僅僅是一個

普通的知識份子 40 年中，基於個體生命歷程所積累的觀察、體

悟與思考。十年來，“合初人的反思與探索”，則是以一個小小

民間草根組織的公益社會實踐，持續著關於“生命正道與社會希

望”的行動求索。成長與教訓、艱辛與收穫、困苦與希望同在，

唯有信念與日俱增。 

二．農民工的自信之本何在——新市民公益課堂實踐的困惑 

    從 2003 年到 2006 年，做網站、辦論壇、走訪、訪問或

者面對面的交流，都僅僅是文字、語言和思維上的，在深入探索

和影響社會的有效性上，其局限性很快顯現出來。而我們的良知

和大腦每天都在接受著這樣的衝擊：物欲過重、消費過度、精神

和智慧貧乏的流行文化，金錢人生、權位人生、功名人生的“成

功文化”和“精英文化”，以及兩極分化、道德墮落的現實，誤

導、擠壓和扭曲著許許多多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尤其是低收入人

群，包括人數眾多的農民工），嚴重損害了他們的心理健康基礎，

即“自我認知和自我認同”„„平民文化衰落、病態而無力！

“如何讓普通民眾在健康文化中受益？”這成為我們不能回避

的一個現實問題。 

為此，合初人的“本體健康”核心理念中，明確增加了“廣

大普通勞動者的幸福安康是社會祥和之本”這一內涵。我們開始

關注一個巨大的社會邊沿弱勢群體，即農民工的心理精神健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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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面發展，並希望協助農民工建立能夠應對紛繁城市社會的

正面價值觀、判斷選擇能力和生存適應能力。為了他們應得的身

份、待遇和尊重，我們稱農民工為“新市民”。 

2007 年 7 月在沒有任何資金支援的情況下，仍然靠筆者自

費和親友零星捐助，合初人成立了一個部門“新市民文化教育研

習中心”，組織了志願講師和志願者，並以“0123 文化教育民

間公益行動倡議”，開始了“新市民講習所”的公益教育行動。

幾個月後，偶然的因素，我們的行動得到了時任市委書記汪洋和

時任市委宣傳部部長何事忠的肯定性批示。一年以後，也即 2008

年秋，我們獲悉合初人的“幸福生活——新市民城市學習計畫”

（農民工社區課堂）公益項目，可以得到市委宣傳部的部分資助。 

    2008 年秋至 2010 年夏，我們在三個社區，一個企業進

行試點。十多位來自各行各業的優秀志願講師，義務為作為新市

民的農民工研發課程、開設講座，有如《幸福人生的九個心理條

件》《財富新觀念》《新市民職業規劃》《一個沒有錢的大亨》

《與人合作的秘訣》《個人/家庭生活理財》《瞭解和運用自己

的性格》《家和萬事興》《從<論語>中尋求幫助》《我在美國的

打工生活經歷》《人際溝通》《天大的小事》《如何發現生活中

的美》《從農民工到新市民》《社區戲劇工作坊》等近 20 門課

程，受到農民工朋友，甚至老市民和基層幹部的熱烈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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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慶市扶貧辦的支持下，合初人與香港勞工教育與服

務網路合作，開發了《進城工作實用知識手冊》和《重慶務工前

引導性培訓·教師跟蹤培訓及課程開發計畫教師用書》，印數 1

萬 3 千多冊，已被國內十多個省、直轄市的 31 所職業學校與學

院廣泛使用，在此基礎上，筆者主持的省部級社科科普專案《新

市民讀本——給從農村進城工作、生活的朋友》目前正在計畫出

版中。 

2007 年 11 月中旬，“新市民文化教育研習中心”在重慶的

鬧市中心區解放碑和城鄉結合部的工業區陳家橋鎮，與北京打工

青年藝術團合作了自編、自導、自演的大型聯歡會“為勞動者歌

唱”，宣導勞動尊嚴與勞動文化，上千農民工與市民自發冒雨觀

看。合初人的農民工學員在“社區劇場工作坊”
4
學習後，自編、

自導、自演的短劇、小品，09 年參加了北京工友之家舉辦的第

一、第二屆“新工人藝術節”，受到一致好評。社區課堂結合社

區劇場開設的心理健康課程，以“農民工的心理課”為題，入選

中央電視臺“感受重慶系列”節目的拍攝，在央視國際頻道和重

慶衛視多次重播，表達了農民工對文化生活的渴望與參與熱情，

以及從中體現出的自信心。 

                                                        
4 社區劇場：是一種全新的群體心理治療和社區教育方法，在劇場中，無論地位、

財富、學識，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人”，社區參與者放鬆心情、解放身體，學習

自信表達，集體創作屬於社區人自己的故事。不同于傳統劇場以既有劇本出發的

方式，社區劇場工作坊可以從參與者中任何一個個體的生命經驗及其講述開始，

透過團體的力量驅動個人的心身靈探索，重建人與人的關係，並找回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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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初人“幸福生活課堂”的農民工學員說：“現在我可

以非常肯定：身心健康、家庭幸福比錢更重要”“我們不能讓別

人把我們當成了掙錢的機器，我們更不要自己把自己當成了掙錢

的機器”還有一個殘疾農民工學員說：“在這裡我感受到了平等

和溫暖，沒有人會瞧不起我，以前我也會瞧不起比我差的人，但

我現在不會再瞧不起別人，能夠體諒別人的難處”„„兩年多

裡，合初人幸福生活課堂直接受益者（農民工和老市民）5000

多人，加上幾十次各類公益、文藝活動，直接受益人逾萬。因教

材、手冊發送的受益人數待統計。 

    在人、財、物極其有限的情況下，在大家的熱心參與、

支持下，我們做了很多，也收穫了很多，這收穫中包括自我的成

長、他人的信任和社會的讚譽。但是我們卻從中發現了一個極其

沉重的問題：大部分農民工認為：要改變命運，就必須離開農村，

永遠不再當農民，農民和農村的消失才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他們

不喜歡提及自己的農民出身，總覺得農民低人一等，“農民身份

的記憶”成為他們最終無法獲得自我認同與真正自信的最大障

礙。無論我們在課堂上如何從觀念、心態上去鼓勵他們，最終都

顯得極其無力。因為有農業、農民、農村那些不堪的歷史記憶和

衰落現狀！因為整個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都充滿著對農業、農

民、農村的歧視，以及祖祖輩輩作為農民的卑微心理！還因為我

們自己不是農民，因為我們不在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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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尋找返鄉的路 ——CSA 與合初人自然農園 

    我們必須走向鄉土，我們必須回到農村！ 

    2009 年初，雖然合初人得到了成立近 6 年來第一筆非私

人資助款——市委宣傳部給我們社區課堂幫助農民工城市融入

的部分支援經費，但我們卻開始了金融危機期間的返鄉農民工調

查，筆者和中國社科院的調查小組一起，回到了兒時的鄉村——

重慶市長壽區洪湖鎮
5
，腳踏著最基層的鄉村土地，內心從未有

過的踏實。要放棄那些艱難取得的成績以及隨之而來的資金和各

種支持，雖然看起來我們又將一無所有，必須再次從零開始，但

我們卻收穫了最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更加堅定的信念和越來越

清晰的道路。 

    2009 年“五一”勞動節前夕，在鎮政府的支援下，我們

的志願講師們和鎮上的鄉村小學一起，聯合舉辦了“鄉里鄉

情——迎五一城鄉聯歡會”，鄉親們的熱情完全出乎我們的意

料，鎮禮堂的窗戶上都爬滿了人，透過那一張張或皺巴或稚嫩的

臉龐，我們看到了那埋藏在沉寂、衰落鄉村中的巨大渴望„„這

渴望，不是在外打工掙到的錢和蓋起來的幢幢新房所能滿足

的„„ 

                                                        
5 洪湖鎮：位於重慶北郊山區大洪湖畔明月山以西，筆者的童年和少年時光隨父

母下放勞動在此度過，是近 30 年堅持家庭有機耕種的周詩祿老人的家鄉。該鎮

屬於長壽區政府規劃中的生態農業區，沒有工業開發污染，但尚存化學農業與養

殖業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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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們如何找到一條返鄉的路呢？對大多數人來

說，真的是城裡什麼都好，鄉下一點優勢都沒有嗎？這次五一活

動讓我們意外地找到了清晰的答案。參加活動的志願講師們聽說

鎮上有一個“無公害蔬菜基地”，雖然比市場上的普通蔬菜價格

貴了一半，卻毫不猶豫地超量購買了很多。歸途中，大家談了一

路對食品污染和環境危機的恐懼，並且幾乎異口同聲的說“有什

麼辦法啊，我們在城裡，不買超市里的東西，吃什麼啊„„就是

懷疑那些檢測商標，也沒辦法啊！„„”做城裡人的可憐與無奈

盡顯無遺！當筆者說出想在鄉下租地，種比“無公害蔬菜”品質

還要高很多，完全不用化肥、農藥和除草劑的生態健康蔬菜時，

大家立刻給予了非常熱烈的回應，其中有人當即表示，“只要你

真種，我肯定真買！” 

    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教授，在 08 年就為我們的農民

工課堂捐款 1 萬元，熱情地鼓勵、支援我們的工作。09 年春，

筆者在北京認識了他的博士生石嫣，時逢石嫣從美國 CSA
6
農場實

習回來不久，在國內實踐、推廣 CSA 的熱情和夢想滿溢在她的眉

宇和言語間，而我則從中看到了清晰可見的回鄉之路。循著這條

路，我似乎看見了城市的資金、資源和優勢要素流向鄉村的各種

可能性，成立“CSA 城鄉互助組”的想法由此誕生。恰好這個夏

                                                        
6  CSA：是 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 的簡稱，中文翻譯“社區支持農

業”。20 世紀 70 年代起源於瑞士，並在日本得到最初的發展。是消費者為了尋

找安全的食物，與那些希望建立穩定客源的農民攜手合作，所建立的農產品生產

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直接合作關係，這種關係具備了大於經濟利益的更多社會價值

意義。 



 10 

天石嫣來重慶江津某鎮掛職，也去了洪湖鎮幫我們一起看地，在

與她進一步交流後，我決定馬上開始 CSA 的籌備。這是重慶的首

個 CSA。 

    2009 年 12 月我拿出 1.5 萬元租了 50 畝田地，我們的返

鄉之路就這樣開始了。溫鐵軍教授再次解囊相助，也拿出 1.5 萬

元支持我們。隨後，我父母捐出 1 萬元，香港嶺南大學的劉健芝

教授也支持了我們 1 萬元。後來，朋友們又陸續支持了一些錢。

第一年除了 CSA 吃菜戶的定菜款，我們全年一共只投入了 7 萬元

左右。就像當初針對我們創辦重慶第一個“新市民（農民工）公

益課堂”一樣，針對我們重慶的首個 CSA，質疑和反對之聲四起：

“沒錢怎麼可能做得起來”“北京才開頭，重慶能行嗎？”“最

多三個月就得收兵”“這點錢要做起來，那就是奇跡！” 

    如今，我們的合初人自然農園和 CSA 已經進入了第四年

的春天。第三年末，也就是 2012 年 12 月，我們的項目“生態小

農的 CSA 平臺” 獲得了第二屆“中國社會創新獎·入圍獎”。

對此，我們沒有絲毫奇跡的感覺，只有一步步走過來的那種踏實

感和信心的收穫：“重來一次，我們的啟動資金可以更少”，我

們確信：因為我們是平常人，所以“只要‘能安心’‘用真

心’，我們能做到的，別人也一定能夠做到！” 

    當然，我們也收穫了需要面臨的很多問題和更加清醒的

反思。 



 11 

四．從雇傭到合作——實踐讓我們重新認識小農家庭農業 

    CSA 模式是消費者與生產者在健康農產品和生態耕作方

式上的緊密合作方式。我們的志願講師和志願者是我們最初的幾

個 CSA 成員消費者，然後再由他們推薦親友消費者參與。但誰來

生產呢？村裡的年輕人絕大多數都去城裡打工了，年輕婦女都少

見到，幾乎只有老人和孩子。而且最關鍵的問題是，二三十年使

用化肥、農藥、除草劑的生產習慣，加上已經被污染的土地，使

得農民幾乎異口同聲的搖頭說“現在不用化肥、農藥哪裡種得出

東西！”。因此，我們在第一年借鑒了北京小毛驢市民農園的做

法，雇傭當地的七八個農民來合初人農園進行生態耕種，在保障

CSA 定菜成員的蔬菜配送和農民基本收入的同時，通過實踐，讓

農民增強對生態耕種方式的信心。 

    一年下來，我們收穫了“不用化肥、農藥種得出糧食和

蔬菜來”“城裡人願意以預付款的方式給較高的價格吃健康

菜”的信心。但經濟上虧了
7
。凸顯出的問題是雇傭生產方式在

管理上的障礙。無論是就農業生產本身在季節、時令、時辰等方

面的特點，還是留守老人常年的耕作勞動習慣方面，一般生產性

企業的雇傭勞動管理方式明顯無法適應，連農民自己都說“你們

這種上下班‘活路兒’（方言：勞動、工作），就像以前吃大鍋

                                                        
7 合初人淨虧 10 多萬元，但保障了農民的收入，8 個生產者（包括生產管理人

員），年收入人均 1 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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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一樣，不虧才怪”。我們由此理解了《一根稻草的革命》
8
的

作者福岡正信早年的斷言“企業式農業必然失敗”。筆者和唯一

一個三十多歲又有十幾年蔬菜生產經驗的農民
9
反復討論的結果

是：農戶家庭生產模式才是最有效率的農業生產模式。2011 年

初，在香港社區夥伴（Partnership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以下簡稱 PCD）
10
的幫助下，我們去成都郫縣安

龍村高家（著名的生態農戶）考察、學習，結果進一步印證了我

們一年實踐的結論。 

    2011 年春，我們決定開始“農戶模式”的實驗。我們邀

請有意願的農戶簽訂合作協定，農戶以自主生產方式，在我們租

用、並已經開始脫毒的土地上，按我們的要求生產健康生態蔬

菜，生產量由我們根據 CSA 成員定菜情況，事先與農戶商議，由

農戶自己決定。我們負責土地租金、CSA 成員的招募和溝通、蔬

菜的配送工具及城區配送，還有農戶生態種植的指導、學習與培

訓，包括外出參觀學習、交流。蔬菜定價 8 元，按 3:5 分配，農

戶 3 元/1 斤，我們 5 元/1 斤。 

                                                        
8 《一根稻草的革命》：“自然農法”的經典讀本，是作者（日）福岡正信受中

國“道法自然”哲學思想的影響，一生踐行自然農法，深度領悟生命、自然與農

業奧秘的記述。 
9 該農民是合初人第一年田間生產的組織者，之前是採用化肥、農藥、大棚生產

蔬菜的大戶。1 年後退出。 

10 香港社區夥伴（PCD）：2001 年 5 月由香港嘉道理基金會創辦，旨在與中國的

貧困、弱勢社區及邊緣社群一起工作，尊重當地的文化及自然環境，減少不公正，

增強社區自我發展的能力，使他們得以自力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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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拿錢再種地，沒有市場風險，自己做主生產計畫與勞

動時間，按自己熟悉的勞動方式，做自己熟悉的農事，有不離家

門的固定收入，多餘的菜可以自己吃或餵養自己的禽畜，不會浪

費。我們和留守老人溝通，他們明顯表示出對這種合作與生產方

式的認同，認為比先前的“上班”方式好多了。而且，一旦不用

化肥、農藥種出作物來了，便喚醒了他們幾十年前的耕種記憶，

增強了他們的信心。 

    我們希望通過“生態小農戶”的培養，幫助農戶逐漸在

自家的田地中，也不使用化肥農藥，以增強農戶的健康、生態意

識和信譽度，增加農戶家庭其他健康農產品的收入。還希望逐漸

幫助生態農戶與 CSA 消費家庭增進交流與交往，促成生態農戶合

作社的誕生，最終讓農戶能直接與消費者對接，自主合作，不僅

獲得生產收入，還能獲得市場收入，並且擁有合作能力和農產品

價格的談判權。這樣，我們的第一個目標就能夠達到了。之後，

我們將以“生態小農的 CSA 平臺”的模式推廣和鄉土文化的復

興為己任。 

    這是我們的夢想，無論想起來、聽起來都非常鼓舞人，

計畫起來似乎也沒什麼問題。但實施起來，卻遠沒想像的那麼簡

單。一開始，真正參與行動的只有兩家農戶，之後增加到三戶。

但其中兩家做了半年就被在城裡打工的孩子叫到城裡去了。還有

三家說好了要做，也是城裡打工或做生意的孩子反對，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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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是希望父母幫自己帶孩子、打理家務或幫助生意；二是怕

父母累著，希望他們享清閒；三是農戶本人的健康因素、人際關

係等等，都會成為影響他們放棄或退出的原因。值得欣慰的是，

其中一戶去城裡的老人，因不適應城市生活，再回來繼續參加我

們的 CSA 生產計畫，成了目前的生產主力。 

 

    農戶模式嘗試一年半後，有三家農戶成為我們較為穩定

的生產合作者，2012 年 8 月，我們徹底放棄了雇傭方式
11
。半年

多來，所有 CSA 成員的蔬菜都由合作農戶生產。但生產總量還是

太小，又因自然災害，生產量降低，我們失去了一些原有的定菜

成員。我們繼續在虧損中。但如果農戶模式穩定、順利，蔬菜生

產量達到每週 400 斤，我們就不再虧損，似乎一切就能順利進行

了。 

    但是，三年來，可以非常確定的是：城市的健康農產品

需求在增加，而逐漸減少的留守老人又在一天天老去，農耕勞動

力會越來越少，這是又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中國小農的後繼者

在哪裡？中國農業與農村的明天是什麼？ 

五．助力生態新農人——搭建返鄉青年的學習、交流網路 

                                                        
11  8 月初，合初人僅有的兩位中年雇傭生產者辭職後，我們不再雇工。此兩位雇

工為家在外地的農民工，雖然月薪 2000 元（免費吃住），但仍然比他們在沿海

城市打工的現金收入低，這是他們辭職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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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65 歲以下的健康留守老人的蔬菜生產量可以高達

每週 100 斤，加上其他家庭的健康農產品，月淨收入在 1000 元

左右，年淨收入在 1 萬元左右。如果是一對留守老人，年收入則

可高達 2 萬元左右，加上沒有城市生活消費，沒有城市購房和子

女就學壓力，這樣的收入是他們滿意的。 

    年輕人的生產能力至少可以翻一翻，也就是說年輕人的

淨收入至少可以在留守老人的一倍以上，但他們卻幾乎不可能回

來。具體原因是：首先主流價值觀和城市生活的吸引力，使得即

便在鄉村的收入和城市收入差不多，他們也會覺得在鄉下“沒意

思”，而且回鄉就意味著會失去在城裡“有一天也許可以發大

財”的希望；其次，即使在城裡收入不高，不喜歡所做的工作，

過得不如意，也很難回來，因為四十多歲以下的年輕人，幾乎都

沒什麼種地經驗，考上大學的自然不會再回土地，沒考上大學

的，包括沒考上高中的，也都進城打工了，他們的務農經歷，只

有上學時、農忙時，偶然回家做做父母的幫手，他們對自己下地

農作是沒有信心的，而從小父母的辛苦和微薄的收入，以及父母

千辛萬苦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他們逃離“農門”的強烈願望，已在

他們心裡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們會因莫名的懼怕排斥回家務

農。 

    兩家與我們合作的農戶在城裡打工的兒子，都 30 多歲，

收入不錯，自己都買了車，對家鄉有一定感情，也對健康、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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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SA 模式有一些認識，對我們所做的事曾經有過興趣，但他們

主要還是做老闆的心態，或對“另一種商機”的考察，一看收入

太低，商機渺茫，便無心做深入瞭解了。 

    與此同時，合初人年輕的公益人也面臨著種種身心內外

的障礙，他們的收入和以上計算的農村年輕的農耕勞動力收入差

不多，無法承受在城市生活所面臨的房子、車子、結婚生子、未

來子女教育以及接父母到城裡養老的壓力，他們在鄉村公益工作

的去留之間徘徊、掙扎。困惑之際，川渝地區幾個另類年輕人的

返鄉選擇，讓他們在更加深入的反思與探索中看到了希望。 

    四川成都郫縣安龍村高家兩位老人對生態農耕的執著，

加上一本《寂靜的春天》
12
，讓從小接觸佛法的女兒高清蓉明白

了生態農耕對於地球和生命的意義，她“不願再在城裡過依賴金

錢的打工生活”，選擇回到土地和父母身邊。90 後的張桃有著

極強的獨立思考能力和鮮明的個性，她放棄高考自己找到高家要

求學習生態農耕，雖遭父母強烈反對，卻最終在兩年後用自己的

真心和言行感染了父母。重慶綦江縣的李剛，有十年城市工作經

歷，機房的封閉和輻射損害著他的健康，《一根稻草的革命》讓

他毅然辭去工作，回歸田園，並得到妻子的理解和支援。還有華

德福學校的老師大風，高清蓉的哥哥高一程„„他們對社會的反

                                                        
12 《寂靜的春天》：1962 年在美國出版，是標誌著人類首次關注環境問題的著

作。它那驚世駭俗的關於農藥危害人類環境的預言，在當時不僅受到與之利害攸

關的生產與經濟部門的猛烈抨擊，而且也強烈震撼了社會廣大民眾。作者在書中

所堅持的思想，為人類環境意識的啟蒙點燃了一盞明亮的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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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和對鄉村生活方式的選擇，帶著對生命意義的深刻理解、對地

球生態的高度責任感和對土地的深情，給了合初人年輕的公益人

很多啟示，讓他們看到了脫離城市生活價值主導，回歸田園生活

的現實可能性，以及其中包含著的對於未來人類可持續生存、生

活方式探索的深遠意義。而這些年輕的“生態人”面臨的種種困

境和障礙，讓我們更加看清了工作的意義和方向。 

    2012 年，合初人由 PCD 資助，開始了川渝地區返鄉青年

生態農業學習與實習平臺“生態農業·新農人實習計畫”。該專

案以成都郫縣高家、重慶綦江李剛、大邑華德福老師大風等幾家

已經有一定生態農耕經歷與經驗的農戶和非營利農場為實習

點，招募如張桃這樣有意願返鄉的年輕人作為實習生，説明他們

系統、深入地學習理解生態農業，以及學習如何構建自己未來在

鄉村的生活。 

    第一期，共有 6 個接待農戶、農場和 15 位實習生。這些

實習生中，有大學生、研究生、流水線上的農民工、企業職員和

高中畢業的農村青年，他們貼近土地以及與生態農業的緣分各不

相同：或因尋找食物的味道，或因尋找心靈家園，或因宗教信仰，

或因內心調整，或因返鄉，或因反思教育和社會問題，或因關心

環保與生態危機，或因關心農村發展等，卻都或天真或執著地相

信美好生活在田野鄉村，而不是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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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農人專案啟動後，由 PCD 推薦、香港嘉道理農場
13
資助，

我們還開始了“有機水稻、蔬菜的免耕覆蓋實驗”專案，以期在

保護土壤生態、減輕勞動強度和增加農戶收入方面進行有效的技

術探索，為留守老人和新農人提供技術支援。  

萬物一體是天理，一切人倫世事當以敬天理為先。開始生態

農耕以來，合初人“本體健康”的核心理念中，加入了“自然和

土地生態良好，是人類生存之‘本’”的清晰表達，而幫助有生

態覺悟、立志以生態生存方式過生態生活的普通人——即“助力

生態人擁有健康幸福人生”則成為合初人別無選擇的使命。 

六．傳承耕讀文化復興生態鄉村——新農人文化之本 

    在實習幾個月後的聚會交流時，大家談到了做生態農業

要面臨的種種困難：朋友、同學的不理解，父母的反對，較少的

同路人，較低的現金收入，農業被主流價值觀否定，農村的凋蔽，

對農村生活的陌生，內心的不確定等等。重點討論了“如何與父

母溝通做生態農業”“如何尋找支持做生態農業和生態社區”

以及“生態農業如何影響愛情觀”等，有女生分享說自己的“擇

偶標準從有車有房，變成有地有木屋，想過簡樸生活”。同時，

通過觀看《未來農場》和《幸福經濟學》討論了石油危機，可持

續生活、生態社區、傳統文化保護以及如何向中國現存的小農學

                                                        
13 香港嘉道理農場：成立於 1956 年，全稱“香港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原名

“嘉道理試驗及推廣農場”。是香港著名的植物園和教育型農場，致力推廣永續

農業和永續生活，以及提高大眾對生物多樣性、人與環境關係等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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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等話題，從更廣闊的視野、更深入的思考和國際同行的經驗

中，印證自己的選擇所具有的自我與社會價值，並從中吸取掙脫

“主流綁架”，踐行生態新生活方式、重建鄉村生活價值的力

量。在年底專案評估時，無論是實習點的農耕導師，還是實習生，

都由衷認可這個項目的價值和感謝這個項目給予他們的幫助和

鼓勵。 

    但 15 位實習生中，因為種種原因，真正選擇持續實習一

年的只有 5 位。我們清醒地意識到，在當今中國工業化、城市化

的大潮中，在“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主流價值觀中，選擇這條

路，就是選擇了不合時宜、逆流而上，在最艱難的環境、條件下

堅守人性、良知和責任的生活之路。生態新農人的生命力將源自

何處？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要助力和培養走在這條路上的年輕

人，營建生態新農人文化，我們明白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巨大的。 

    中國在鄉村生活價值、生態農業與生態社區方面剛剛萌

動的實踐探索，目前主要來自個人、家庭和公益組織。在鄉村普

遍衰敗，真正的農民組織弱小、困惑、無力的現實中，山西永濟

蒲韓社區村民自組織
14
卻顯示出其頑強的生命力，筆者去年春天

和近期兩次訪問該社區後，令人鼓舞地感受到來中國最基層鄉村

社區的力量和自信心。蒲韓社區自組織 15 年的艱難歷程，讓我

                                                        
14 永濟蒲韓社區自組織：誕生于中華文化底蘊深厚的晉西南永濟市的蒲州鎮和韓

陽鎮，帶頭人鄭冰是當地原鄉村小學的民辦女教師。該組織發育、成長的 15 個

春秋，具有中國鄉村社區自組織成長的典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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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看到中國鄉村文明復興希望的同時，更加深了我們對以“孝

道”（孝天地自然、孝族群社區、孝父母老人）“覺生”“樂

生”“和生”“耕讀傳家”為核心內容的耕讀文化對鄉村社區

至關重要作用的認識。以耕讀文化傳承為基礎的社區意識、社區

觀念、社區關係、社區融入、社區生活與社區工作，應該成為生

態新農人培養中的必修課。 

    十年來，無論是我們感受到的社會問題，還是機構的成

長、團隊的建設、人的培養，包括堅守誠信與產消互助等等方面

的障礙，究其根本，我們最深的體會是中華優秀文化傳承的失落

和信仰的缺失。筆者認為：生態原則中，不僅僅有“多樣性”，

還應該有“傳承性”，因為與生命力和生態相關聯的，不僅有來

自橫向的“環境”的影響，還有來自縱向的“種性”的能量，沒

有生物界各物種來自自身“種性”的有效傳承，生物物種的多樣

性將無從體現。自然生態如此，文化生態也是如此。耕讀文化是

中華五千年農耕文明生生不息的命脈，她能讓我們認清幸福的真

相，體悟人與自然的關係，她能讓我們找到安身立命之“本”，

她自然也是生態新農人的“文化之本”。 

    2013 年 1 月，合初人已經將“新市民文化教育研習中

心”更名為“合初人耕讀書院”，書院將以耕讀文化、農耕康復

（養生）、農禪生活為主要修習內容，踐行、傳承“儒道釋”為

主脈的中華傳統文化，同時學習、借鑒生態農耕與生態社區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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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傳統與國際經驗。2010 年創刊並編印過 5 期的內刊《耕讀樂》

也將復刊。我們確信，因為逆流而上，生態新農人必然會走在一

條艱難、坎坷又漫長的路上，但也必將成為中國生態人真正的希

望和典範，因此，合初人耕讀書院為自己確立了“培育傳承耕讀

文化和復興生態鄉村的新農人”的使命。 

     

2012 年春，由於人手緊缺，我們完全停止了城區的農民工

工作，與洪湖鎮鎮政府合作，啟動了“幸福生活·鄉村課堂”；

秋天，為了節省經費，在撤銷城區辦公室的同時，鑒於理念、價

值觀、目的相去甚遠，我們第 N 次拒絕了與商業資本和商業企業

的合作；生態小農 CSA 實驗專案除了必須成本，只能保障農戶收

入；來自合作項目不到 3000 元的機構管理費，要支付機構負責

人和行政、財務、CSA 專案人員的報酬，缺口之大顯而易見
15
；

有經費支持的新農人實習生專案和免耕覆蓋專案只剩下一兩年

的時間；組織建設正在艱難中前行„„但是，更加充沛的信心卻

像春草一樣日日在合初人的心中生髮„„ 

    “不認識幸福的真相，如何能找到幸福？不知道‘人的

本’是什麼，‘以人為本’將如何實現？又將帶給人什麼？”十

                                                        
15 筆者作為合初人的創辦人，雖因有關規定不能擔任機構法人，但一直擔任機構

理事長兼管理負責人，是無報酬的志願者，做著各項具體管理工作和部分專案工

作，加之社科院的在職科研工作，長期工作量太大，故再難持久，又因機構管理

規範的需要，急需有拿薪酬的專職管理負責人，卻因經費缺口無法實現。目前不

到 3000 元的管理費，只能主要用於支付擔任部分行政、財務工作，並兼做 CSA

專案工作人員的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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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合初人正是在對這個問題的困惑與思考中創辦的，也是在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中找到了力量的源泉：合初人即回歸的人，回

歸本初人性，回歸本體健康，回歸大地，回歸自然，回歸鄉土，

回歸身心的家園，回歸健康的世界生態整體，只有回歸，我們才

能重獲生命的能量，只有回歸，我們才能暢行于生生不息之路。 

從“本體健康”理念的提出到健康文化的宣導；從幫助農民

工成為“新市民”到助力返鄉青年成為生態“新農人”；從城鄉

互助 CSA 當地語系化實踐到成立耕讀書院；從十年前用 1 萬元註

冊機構到三年前用 1.5 萬元啟動生態農園；生態農耕的生產方式

從雇傭到合作；“幸福生活社區課堂”從城市到鄉村„„“更多

人在美麗生態家園分享健康幸福人生”已經成為合初人清晰的

組織願景。合初人還將在持續的行動中，不斷探索如何不依賴政

府和資本
16
，如何靠普通人的互助，靠社會力量的支援，靠清醒

的信念和本源的力量去持之以恆，走出屬於普通人的、健康幸福

的生態生存與永續生活之路„„ 

 

 

2013 年 4 月 2 日完稿，1 萬餘字。 

作者郵箱：hcr0123@163.com  

手機：18983959001 

                                                        
16  “不依賴”不等於“不合作”，更不等於“拒絕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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